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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手段推动传统汽车消费，汽车产销或有所回暖

方案提出了多种手段来推动传统汽车消费：（1）限购松绑：方案中提到“严
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，已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交通
拥堵、污染治理、交通需求管控效果，加快由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”
“原则
上对拥堵区域外不予限购”
，这是对限购政策的松绑，结合 6 月 2 日广州、深
圳出台的增加小汽车车牌指标的通告，我们认为后续其他汽车限购城市预计
也有望松绑限购；（2）加快淘汰更新：方案中提到“大力推进国三及以下排
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更新或出口”
，“对农村居民报废三轮汽车并购
买 3.5 吨及以下货车或者 1.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，有条件的地方可向供货
企业给予适当支持”；（3）
“汽车下乡”促销：方案中提到“积极发挥商会、
协会作用组织开展‘汽车下乡’促销活动，促进农村汽车消费。”我们认为，
这些手段中限购松绑的实施效果将最为明显，尤其是购买力强的一线城市。
多手段的结合，将共同发挥作用，汽车产销有望改善。



取消各地限行、限购政策，新能源汽车迎利好

新能源汽车仍是国家大力支持的重点领域，方案从大幅降低成本、加快提高
使用便利性、提高节能水平等方面对新能源汽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
标。而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使用，方案也提出了多条措施：
（1）取消限购：
方案明确提出“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、限购，已实行的应当取消”
，
这条措施将利好北京、上海等新能源汽车限购城市的新能源汽车销售；（2）
加快更新公共领域用车：方案中提到对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公共领域
用车，其中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的比例达到 80%。此外，方案还明确
要不断改善新能源汽车的基础配套设施，加快建设充电桩、提高充换电设施
的使用效率。



加强多领域企业合作，不断提高汽车智能化水平

汽车智能化是未来发展趋势之一，研发进程不断推进，车企和科技企业的合
作不断深入，已有多款量产车应用智能驾驶技术。此次方案也对推动智能汽
车发展提出了要求：
“加强汽车制造、信息通信、互联网等领域骨干企业深度
合作，组织实施智能汽车关键技术攻关，重点开展车载传感器、芯片、中央
处理器、操作系统等研发与产业化。
”我们认为，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，智能
网联汽车的发展将进一步加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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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二手车交易便利性和规范性

截至 2018 年底，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 2.40 亿辆，这是巨大的存量市场，
为此方案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二手车经营：
（1）提升二手车流通和交易的便
利性管理政策：方案提出的“坚决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”大大方便了二手车
异地交易，
“推动实现二手车交易信息部门共享”及“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
车辆转籍信息网上转递”使二手车的信息查询和转移登记办理更加便捷。
（2）
推动二手车经营的规范化：通过鼓励汽车厂商“依托现有经销网络，采取自
主经营、联合经营等方式，积极发展二手车业务，推动二手车经销企业品牌
化、连锁化经营”和“依托具备条件的经销商建立二手车服务站”
，不仅提高
了二手车交易的便利性，也使二手车的交易更加规范化，有利于盘活中国的
汽车存量市场。



投资策略及推荐标的

传统汽车方面，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最终落地，我们认为，后续各地政府有望
相继推出具体政策，政策的力度将对汽车产销改善程度以及汽车板块走势高
度有重要影响；同时去年下半年基数较低，预期今年下半年汽车产销将有所
回暖。乘用车方面，我们认为，在存量竞争格局下，未来汽车板块经营分化
仍将持续，优质龙头效应将越发显现，建议关注正处于新车周期的丰田本田
等主流日系品牌、预期即将开启新一轮新车周期的福特、以及部分优质自主
品牌，如上汽集团（600104）、广汽集团（601238）
、长安汽车（000625）
、
长城汽车（601633），以及优质零部件标的精锻科技（300258）、豪迈科技
（002595）
、星宇股份（601799）
。商用车方面，随着基建投资力度加码，以
及存量大的国三车面临淘汰更新，我们预计重卡产销有望保持稳定，建议关
注产品覆盖全、市场竞争力强的潍柴动力（000338），以及威孚高科（000581）。
新能源汽车方面，整个行业正由“政策驱动”转向“市场驱动”，市场竞争愈
加充分，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供给将持续改善，并将面临“消费分级”，中高
端车型和低端车型将持续分化，整体仍将保持快速增长。维持新能源汽车板
块“看好”评级，建议关注具备技术储备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优质龙头企业，
推荐比亚迪（002594）
、宇通客车（600066）。
智能汽车方面，在政策驱动和市场发展下，车企、信息通信企业和互联网企
业的合作将持续不断深入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将加速，随着更多的“爆
款”产品推动供给创造需求效应显现，未来汽车电子与 ADAS 装配率有望快
速上升，我们坚定看好汽车电子、ADAS 领域的投资机会，建议关注拓普集
团（601689）
、星宇股份（601799）、德赛西威（002920）、保隆科技（603197）
。
风险提示：政策推出低于预期；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低于预期；中美经贸摩
擦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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